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沈阳市建筑业协会文件
沈建协发[2022]1 号

关于二 O 二 O 年度沈阳市建筑系统

“四优双杯”各项表彰情况的通知

各会员单位、各施工企业：

根据《沈阳市建筑系统（2020 年度）“四优双杯”评选

办法》，经企业自主申报、协会考核、专家评审、沈阳市建

筑业协会决定授予沈阳华强建设集团有限公司的沈阳雅居

乐花园 B 三期 23#楼等 44 项工程为 2020 年度沈阳市建设工

程“玫瑰杯”荣誉称号；授予沈阳华强建设集团有限公司的

沈阳雅居乐花园B三期23#楼等 108项工程为2020年度沈阳

市建设工程“玫瑰杯（结构阶段）”荣誉称号；授予沈阳建

业建筑工程有限公司的旭辉东宸府 G05#楼等 38 项工程为

2020 年度沈阳市建筑工程施工现场管理“新貌杯”荣誉称号；

授予沈阳北方建设股份有限公司等 13 家企业为沈阳市建筑

业优秀企业荣誉称号；授予东北金城建设股份有限公司的张

亚龙等 10 人为沈阳市建筑业优秀企业家荣誉称号；授予辽

宁地质工程勘察施工集团有限责任公司的李海龙等 56 人为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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沈阳市建筑业优秀项目经理荣誉称号；授予辽宁地质工程勘

察施工集团有限责任公司的吴国师等 43 人为沈阳市建筑业

优秀工程师荣誉称号；

特此通报表彰。

2022 年 1 月 24 日

附件：

1、2020 年度沈阳市建设工程“玫瑰杯”获奖名单

2、2020 年度沈阳市建设工程“玫瑰杯（结构阶段）”获奖

名单

3、2020 年度沈阳市建筑工程施工现场管理“新貌杯” 获奖

名单

4、2020 年度沈阳市优秀建筑企业获奖名单

5、2020 年度沈阳市建筑业优秀企业家获奖名单

6、2020 年度沈阳市建筑业优秀项目经理获奖名单

7、2020 年度沈阳市建筑业优秀工程师获奖名单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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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020 年度沈阳市建设工程“玫瑰杯”

获奖名单

（排名不分先后）

序号 项目名称 单位名称
项目经理/

项目总监

1 沈阳雅居乐花园 B三期 23#楼 沈阳华强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刘先国

2 沈阳雅居乐花园 B三期 28#楼 沈阳华强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刘先国

3 沈阳雅居乐花园 B三期 29#楼 沈阳华强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刘先国

4 沈阳雅居乐花园 B三期 30#楼 沈阳华强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刘先国

5

沈阳市快速路 PPP 项目（沈阳

市长青街快速路工程、南部快

速路项目（浑南大道快速路工

程）、胜利大街快速路—胜利

大街跨浑南大道桥（PC1 号路—

兴岛路）项目）

沈阳快速路建设投资有限

公司
程 利

中国中铁股份有限公司 于洪春

沈阳公路建设有限公司 任 勇

辽宁省城乡市政工程集团有

限责任公司
王志余

参建单位 1 中铁一局集团有限公司 戴志兴、黄敬涛

参建单位 2 中铁三局集团有限公司 李晓权

参建单位 3 中铁四局集团有限公司 张洪涛

参建单位 4 中铁九局集团有限公司 邢文涛

参建单位 5
中铁上海工程局集团有限

公司
李泽鹏

监理单位 1 沈阳建安项目管理有限公司 李桂山

监理单位 2
沈阳市建设工程项目管理中

心管理有限公司
高 崇、崔春茂

监理单位 3
大连泛华建设咨询管理有限

公司
赵永凯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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序号 项目名称 单位名称
项目经理/

项目总监

5

监理单位 4
沈阳公路工程监理有限责任

公司
谭 伦、赵宇明

监理单位 5
沈阳市工程建设监理咨询有

限公司
王庆文

监理单位 6
沈阳市市政公用工程监理有

限公司
祁世乙

6

住宅、商业（沈阳中海城 01C

地块）项目施工第二标段 C21#

楼

中建三局集团有限公司 王 爽

7 中冶·上和郡 3#楼 中国二十二冶集团有限公司 王维涛

8
润邦达美汽车制造业供应链产

业园项目（一期）
中国二十二冶集团有限公司 马立国

9
华润万象府（三期）施工总承

包 1A 号楼

大连名成广隆建设集团有限

公司
钟万涛

10
华润万象府（四期）施工总承

包 15 号楼

大连名成广隆建设集团有限

公司
蔡忠志

11 龙湖春江天玺项目 G1#楼 中天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杨学英

12
沈阳市辽西北供水工程输水配

套工程
沈阳天地建设发展有限公司 任占军

13
赤山路北-1 地块项目（沈阳美

的城三期）3.1 标段 70#楼
中天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白 山

14
赤山路北-1 地块项目（沈阳美

的城三期）3.1 标段 73#楼
中天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白 山

15
赤山路北-1 地块项目（沈阳美

的城三期）3.1 标段 74#楼
中天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白 山

16 银河丽湾（二期）B1#楼

沈阳银基置业有限公司 潘佟举任

中建四局第六建设有限公司 杨子沛

沈阳市工程建设监理咨询

有限公司
夏有臣

17 沈阳雅居乐花园 B一期 2#楼 中天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穆子明

18 沈阳雅居乐花园 B一期 7#楼 中天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穆子明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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序号 项目名称 单位名称
项目经理/

项目总监

19 沈阳雅居乐花园 B一期 14#楼 中天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穆子明

20
住宅、商业（中海城 01C 地块）

项目施工第一标段 C15#
中天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杨宗华

21
住宅、商业（中海城 01C 地块）

项目施工第一标段 C16#
中天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杨宗华

22
住宅、商业（中海城 01C 地块）

项目施工第一标段 C25#
中天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杨宗华

23

沈阳经济技术开发区浑河27街

给排水道路工程浑河 27 街（开

发 22 路-大堤路）给排水道路

工程施工

中晟升博集团有限公司 郑景懿

24 中海半山华府居住 25# 大连瑞佳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马泽丰

25 中海半山华府居住 30# 大连瑞佳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马泽丰

26
中海望京府工程施工总承包第

二标段 23#
大连瑞佳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杨 华

27
中海望京府工程施工总承包第

二标段 25#
大连瑞佳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杨 华

28
西余村(东区)道路维修改造工

程施工
沈阳瀚东市政工程有限公司 白银春

29

三环南二路(文溯南街西街文

溯南街西二街)道路排水工程

施工

沈阳瀚东市政工程有限公司 时 超

30
（长白二期广场项目）商业-1

6-a
华润建筑有限公司 赵法强

31
（长白二期广场项目）居住、

商业（一期）-2 6-b
华润建筑有限公司 于 勇

32
住宅、商业（中海城 01C 地块）

项目施工第一标段 C1#
中天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杨宗华

33
住宅、商业（中海城 01C 地块）

项目施工第一标段 C2#
中天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杨宗华

34 半山华府 12#楼

沈阳北方建设股份有限公司 郭 宁

辽宁诚信建设监理

有限责任公司
王志军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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序号 项目名称 单位名称
项目经理/

项目总监

35 半山华府 15#楼 沈阳北方建设股份有限公司 郭 宁

36 半山华府 62#楼 沈阳北方建设股份有限公司 郭 宁

37 半山华府 63#楼 沈阳北方建设股份有限公司 郭 宁

38
天誉花园居住、商业工程施工

1#楼
沈阳北方建设股份有限公司 任成华

39
天誉花园居住、商业工程施工

2#楼
沈阳北方建设股份有限公司 任成华

40
天誉花园居住、商业工程施工

3#楼
沈阳北方建设股份有限公司 任成华

41
天誉花园居住、商业工程施工

5#楼
沈阳北方建设股份有限公司 任成华

42
天誉花园居住、商业工程施工

6#楼
沈阳北方建设股份有限公司 任成华

2020 年度沈阳建设工程“玫瑰杯”群体

获奖名单

43

沈阳星河湾DL-14016号地块

居住、商业（一期）5#至 10#

及 DX1 南段

中天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张大虎

44
居住、商业（5.2 期）G1#-G8#

楼
中天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金晓慧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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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020 年度沈阳市建设工程“玫瑰杯

（结构阶段）”获奖名单

（排名不分先后）

序号 项目名称 单位名称
项目经理/

项目总监

1 沈阳雅居乐花园 B三期 23#楼
沈阳华强建设集团有限

公司
刘先国

2 沈阳雅居乐花园 B三期 28#楼
沈阳华强建设集团有限

公司
刘先国

3 沈阳雅居乐花园 B三期 29#楼
沈阳华强建设集团有限

公司
刘先国

4 沈阳雅居乐花园 B三期 30#楼
沈阳华强建设集团有限

公司
刘先国

5
中国水利水电第六工程局有限

公司总部基地商业施工

大连三川建设集团股份

有限公司
丁建军

6
沈阳保利海德小区居住、商业

（二期-2）项目 45#楼

中国建筑第五工程局有

限公司
姜 治

7
润邦达美汽车制造业供应链产

业园项目（一期）

中国二十二冶集团有限

公司
马立国

8

居住、商业（苏家屯区

SJT2019-07 号金桔路北 1号地

块房地产项目）二期 4#楼

大连名成广隆建设集团

有限公司
李水洋

9
居住、商业一期（58.3 米以下

部分）5#楼

辽宁九信建设工程有限

公司
谭玉鹏

10
居住、商业一期（58.3 米以下

部分）7#楼

辽宁九信建设工程有限

公司
谭玉鹏

11
龙湖道义项目（E1 地块）二期

G7#楼
中天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韩有东

12
龙湖道义项目（E1 地块）二期

G8#楼
中天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韩有东

13
龙湖道义项目（E1 地块）二期

G9#楼
中天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韩有东

14
龙湖道义项目（E1 地块）二期

G10#楼
中天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韩有东

15
龙湖道义项目（E1 地块）二期

地下车库（二）
中天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韩有东

16
龙湖道义项目（E2 地块）二期

（I标段）地下车库
中天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韩有东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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序号 项目名称 单位名称
项目经理/

项目总监

17 吾悦华府一期-4 1#楼 中天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吴持华

18 吾悦华府一期-4 2#楼 中天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吴持华

19 吾悦华府一期-4 3#楼 中天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吴持华

20 吾悦华府一期-4 地下车库 中天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吴持华

21

龙湖道义项目 A2 地块二组团

（G01#~G06#,S01#,地下室一）

G01#楼

中天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刘新强

22

龙湖道义项目 A2 地块二组团

（G01#~G06#,S01#,地下室一）

G02#楼

中天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刘新强

23

龙湖道义项目 A2 地块二组团

（G01#~G06#,S01#,地下室一）

G03#楼

中天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刘新强

24

龙湖道义项目 A2 地块二组团

（G01#~G06#,S01#,地下室一）

G04#楼

中天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刘新强

25

龙湖道义项目 A2 地块二组团

（G01#~G06#,S01#,地下室一）

G05#楼

中天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刘新强

26

龙湖道义项目 A2 地块二组团

（G01#~G06#,S01#,地下室一）

G06#楼

中天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刘新强

27 太湖明珠花园四期 34#楼
铁岭鑫科建筑工程有限

公司
丁世琦

28

居住、商业（大东区凌云街-1

地块）工程施工总承包第一标

段 22#楼

辽宁九信建设工程有限

公司
谭英俊

29

居住、商业（大东区凌云街-1

地块）工程施工总承包第一标

段 30#楼

辽宁九信建设工程有限

公司
谭英俊

30
白沙岛金融生态小镇

SF-WD-01-D 地块 10#楼

天津市建工工程总承包

有限公司
王毅超

31
住宅、商业(二期-3)(1)区保利

茉莉花园项目 38#楼

中国建筑第五工程局有

限公司
庞文阳

32
辽宁省公安厅机关附属楼工程

施工总承包项目

抚顺市金杭建筑有限公

司
肖 丽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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序号 项目名称 单位名称
项目经理/

项目总监

33 2007-089 万德地块（一期）5#
中国建筑第五工程局有

限公司
陈晓明

34 坤湖郦舍二期一批 29#楼 鞍钢房产建设有限公司 倪忠玉

35 坤湖郦舍二期一批 30#楼 鞍钢房产建设有限公司 倪忠玉

36 坤湖郦舍二期一批 31#楼 鞍钢房产建设有限公司 倪忠玉

37
华润二十四城二期-1施工总承

包第二标段 40#楼

大连建科建设工程有限

公司
代云凯

38 银河丽湾（二期）B1#楼
中建四局第六建设有限

公司
杨子沛

39
辽宁省第二女子监狱改扩建工

程项目

中诚投建工集团有限

公司
崔 罡

40
住宅、商业（中海城 01C 地块）

项目施工第一标段 C15#
中天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杨宗华

41
住宅、商业（中海城 01C 地块）

项目施工第一标段 C16#
中天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杨宗华

42
住宅、商业（中海城 01C 地块）

项目施工第一标段 C25#
中天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杨宗华

43 居住、商业（5.2 期）Y40#楼 中天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李慧玥

44 居住、商业（5.2 期）Y41#楼 中天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李慧玥

45 居住、商业（5.2 期）Y42#楼 中天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李慧玥

46 居住、商业（5.2 期）Y43#楼 中天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李慧玥

47 居住、商业（5.2 期）Y44#楼 中天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李慧玥

48 居住、商业（5.2 期）G1#楼 中天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金晓慧

49 居住、商业（5.2 期）G2#楼 中天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金晓慧

50 居住、商业（5.2 期）G3#楼 中天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金晓慧

51 居住、商业（5.2 期）G4#楼 中天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金晓慧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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序号 项目名称 单位名称
项目经理/

项目总监

52 居住、商业（5.2 期）G5#楼 中天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金晓慧

53 居住、商业（5.2 期）G6#楼 中天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金晓慧

54 居住、商业（5.2 期）G7#楼 中天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金晓慧

55 居住、商业（5.2 期）G8#楼 中天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金晓慧

56

东洋制钢地块项目（原名：玖

熙墅）一期、二期（1-20 层）

三标段 13#楼

中天建设集团有限公司

东北分公司
孙鸿恩

57

东洋制钢地块项目（原名：玖

熙墅）一期、二期（1-20 层）

三标段 23#楼

中天建设集团有限公司

东北分公司
孙鸿恩

58

东洋制钢地块项目（原名：玖

熙墅）一期、二期（1-20 层）

三标段 24#楼

中天建设集团有限公司

东北分公司
孙鸿恩

59 圣丰科技小镇住宅项目 14#楼 中天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方 丹

60 圣丰科技小镇住宅项目 15#楼 中天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方 丹

61 圣丰科技小镇住宅项目 16#楼 中天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方 丹

62 圣丰科技小镇住宅项目 17#楼 中天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方 丹

63 圣丰科技小镇住宅项目 18#楼 中天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方 丹

64
沈阳星河湾(DL-1178)B区地块

居住、商业-B1#楼
中天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周光照

65
沈阳星河湾(DL-1178)B区地块

居住、商业-B2#楼
中天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周光照

66
沈阳星河湾(DL-1178)B区地块

居住、商业-B6#楼
中天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周光照

67
沈阳星河湾(DL-1178)B区地块

居住、商业-B7#楼
中天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周光照

68
沈阳星河湾(DL-1178)B区地块

居住、商业-B8#楼
中天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周光照

69
沈阳星河湾 DL-14016 号地块

居住、商业（一期）10#楼
中天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张大虎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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70
沈阳星河湾 DL-14016 号地块

居住、商业（一期）DX1 南段
中天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张大虎

71 居住、商业（六期）H-18#楼 中天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宫国轩

72 居住、商业（六期）H-19#楼 中天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宫国轩

73 沈阳雅居乐花园 B一期 1#楼 中天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穆子明

74 沈阳雅居乐花园 B一期 14#楼 中天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穆子明

75 沈阳雅居乐花园 B一期 2#楼 中天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穆子明

76 沈阳雅居乐花园 B一期 7#楼 中天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穆子明

77 沈阳雅居乐花园 D三期 38#楼 中天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穆子明

78 沈阳雅居乐花园 D三期 39#楼 中天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穆子明

79
名华模塑新建大东工厂工程项

目（-1）2#二类工业建筑
中天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王 鹏

80
名华模塑新建大东工厂工程项

目（-1）3#二类工业建筑
中天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王 鹏

81
居住、商业（三期）

（龙湖天街项目）

中天建设集团有限公司

东北公司
管志祥

82
（长白二期广场项目）

商业-1 6-a
华润建筑有限公司 赵法强

83
（长白二期广场项目）居住、

商业（一期）-2 6-b
华润建筑有限公司 于 勇

84

中海望京府工程施工总承包第

一标段 5#-9#、28#-33#、35#、

36#、s-2#、s-6#、

DK(AG-AU/9-33 轴、

AG-BC/33-70 轴）工程 7#楼

大连金广建设集团有限

公司
孙 鹏

85

中海望京府工程施工总承包第

一标段 5#-9#、28#-33#、35#、

36#、s-2#、s-6#、

DK(AG-AU/9-33 轴、

AG-BC/33-70 轴）工程 8#楼

大连金广建设集团有限

公司
孙 鹏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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86

中海望京府10#~12#、15#~17#、

s-7#~s-11#、DK（1-33/AU-BC

轴 1-9/AU-P 轴）（DK 部分面

积 14317.92 平方米）工程 11#

楼

大连金广建设集团有限

公司
孙 鹏

87

中海望京府10#~12#、15#~17#、

s-7#~s-11#、DK（1-33/AU-BC

轴 1-9/AU-P 轴）（DK 部分面

积 14317.92 平方米）工程 12#

楼

大连金广建设集团有限

公司
孙 鹏

88

住宅、商业（CB2013-10 地块

二期-1）施工总承包（9#、10#

及 DK1#-1 部分）工程 9#楼

大连金广建设集团有限

公司
焦 英

89

住宅、商业（CB2013-10 地块

二期-1）施工总承包（9#、10#

及 DK1#-1 部分）工程 10#楼

大连金广建设集团有限

公司
焦 英

90

住宅、商业（CB2013-10 地块

二期-3）—区施工总承包工程

11#楼

大连金广建设集团有限

公司
张 健

91

住宅、商业（CB2013-10 地块

二期-3）一区施工总承包工程

21#楼

大连金广建设集团有限

公司
张 健

92
住宅、商业（中海城 01C 地块）

项目施工第一标段 C1#
中天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杨宗华

93
住宅、商业（中海城 01C 地块）

项目施工第一标段 C2#
中天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杨宗华

94
住宅、商业（中海城 01C 地块）

项目施工第二标段 C21#
中建三局集团有限公司 王 爽

95
紫金桃源居住、商业（一期）

a1~a3#、a5#

江苏南通二建集团有限

公司
杨同密

96

紫金桃源居住、商业（一期）

c1#、c2#、s1#、s2#、e1#、e4#、

e7#

江苏南通二建集团有限

公司
杨同密

97
紫金桃源居住、商业（一期）

d1~d20#

江苏南通二建集团有限

公司
杨同密

98
紫金桃源居住、商业（一期）

h1~h5#

江苏南通二建集团有限

公司
杨同密

99
紫金桃源居住、商业（一期）

h12~h14#、DX1

江苏南通二建集团有限

公司
杨同密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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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00 半山华府 12#楼

沈阳北方建设股份有限

公司
郭 宁

辽宁诚信建设监理

有限责任公司 王志军

101 半山华府 15#楼
沈阳北方建设股份有限

公司
郭 宁

102 半山华府 62#楼
沈阳北方建设股份有限

公司
郭 宁

103 半山华府 63#楼
沈阳北方建设股份有限

公司
郭 宁

104
天誉花园居住、商业工程施工

1#楼

沈阳北方建设股份有限

公司
任成华

105
天誉花园居住、商业工程施工

2#楼

沈阳北方建设股份有限

公司
任成华

106
天誉花园居住、商业工程施工

3#楼

沈阳北方建设股份有限

公司
任成华

107
天誉花园居住、商业工程施工

5#楼

沈阳北方建设股份有限

公司
任成华

108
天誉花园居住、商业工程施工

6#楼

沈阳北方建设股份有限

公司
任成华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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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020 年度沈阳市建筑工程施工现场管理

“新貌杯”获奖名单

（排名不分先后）

序号 项目名称 单位名称
项目经理/

项目总监

1 旭辉东宸府 G05#楼 沈阳建业建筑工程有限公司 姜春祥

2
建行辽宁省分行新办公楼装修项

目工程总承包项目
中建五局安装工程有限公司 刘国富

3
白沙岛金融生态小镇SF-WD-01-D

地块 10#楼

天津市建工工程总承包有限

公司
王毅超

沈阳中盛瑞科工程咨询有限

公司
马文杰

4
沈阳地铁四号线一期工程土建施

工第十七合同段

中铁九局集团有限公司 李敬余

武汉华铁鹏程交通工程技术

有限公司
黄 伟

5
沈阳地铁四号线一期工程土建施

工第十六合同段

中铁九局集团有限公司 孙 静

武汉华铁鹏程交通工程技术

有限公司
黄 伟

6 岄湖郡（A-6#——A-56#）

中国建筑第四工程局有限公

司
宝 野

广州越建工程管理有限公司 白 宇

7 闽商中心项目
中国建筑第四工程局有限公

司
刘相远

8
沈阳理工大学工程实验实训中心

项目土建工程
沈阳建业建筑工程有限公司 代 毅

9
居住、商业（二标段）华发中东

和平首府

中铁十二局集团建筑安装工

程有限公司
赵 云

辽宁省辽勤集团建设工程监

理有限公司
李奎清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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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0
沈抚新区李石河西 4#地块三期

二标段

江苏中南建筑产业集团有限

责任公司

李 平/

高 伟

11 宝新公馆 T1#楼
江苏中南建筑产业集团有限

责任公司
张云峰

12 宝新公馆 T2#楼
江苏中南建筑产业集团有限

责任公司
张云峰

13 月星国际城 A1 区（二期）1#楼
江苏中南建筑产业集团有限

责任公司
张炎霖

14 居住商业（万科西宸之光）5#
中交通宇（北京）建设工程有

限公司
张 宇

16
沈阳铁西碧桂园御时光一期

总承包
沈阳华强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马 壮

17
中旅万科城（五期东区）EC 地块

30#楼

中交通宇（北京）建设工程有

限公司
陈昌龙

18

沈阳恒隆市府广场（二期、三期）

基坑支护、桩基础、降水及土石

方开挖工程

中建三局集团有限公司 李小冬

北京远达国际工程管理咨询

有限公司
王彦昌

19 汇置尚都二期三组团 沈阳山盟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胡 楠

20 府城铭邸 2期五标段 32#楼 辽宁城建集团有限公司 侯俊龙

21

沈阳市中德园英才学校中学部沈

阳市中德园英才学校绿化及管网

配套工程

中晟升博集团有限公司 甘振明

22

奥莱北路网工程-开发二十五号

路（浑河二街-浑河四街）新建工

程（一标段）

中国二十二冶集团有限公司 张晋锋

23 碧桂园云和天境一期 1-2 区项目 大连瑞佳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吕富国

24 沈阳佳和新城（三期-I)56#楼 沈阳北方建设股份有限公司 刘 峰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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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5
和平区 2019 年老旧小区改造提

质工程二十五标
辽宁千玺建设有限公司 关梅西

26
和平区 2019 年老旧小区改造提

质工程五标
辽宁千玺建设有限公司 张金生

27
2020年法库县美丽示范村道路硬

化项目
辽宁千玺建设有限公司 周 敏

28
沈阳市于洪区 2021 年老旧小区

改造项目-施工 3标段

沈阳威远建筑工程有限责任

公司
王晓娜

29
灯塔市国家粮食储备库建设项目

一标段
沈阳东启公路工程有限公司 鲁晓秀

30
弓长岭水环境治理项目--弓长岭

雨污分流工程二标段：安北片区
沈阳东启公路工程有限公司 万美丽

31

辽阳市灯塔市 2020 年老旧小区

改造项目（提升）繁荣街（兆麟

路-光明路）道路工程

沈阳东启公路工程有限公司 张荣博

32
盘锦市双台子区铁西一期配套基

础设施建设项目 EPC 工程
沈阳东启公路工程有限公司 温志伟

33
沈阳市皇姑区 2021 年老旧小区

改造项目-施工（二期）1标段
沈阳东启公路工程有限公司 靖 明

34
银河城 3-5 区（除基坑支护和土

方开挖工程以外部分）
沈阳华强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黄正峰

35 中海城 01C 一标段 C1# 中天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杨宗华

36 中海城 01C 一标段 C2# 中天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杨宗华

37 中海城 01C 一标段 C15# 中天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杨宗华

38 中海城 01C 一标段 C16# 中天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杨宗华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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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020 年度沈阳市建筑业优秀企业

获奖名单

（排名不分先后）

序号 单位名称

1 沈阳北方建设股份有限公司

2 东北金城建设股份有限公司

3 沈阳市政集团有限公司

4 中天建设集团有限公司东北分公司

5 中国二十二冶集团有限公司

6 沈阳天地建设发展有限公司

7 中国水利水电第六工程局有限公司

8 辽宁百诚建设有限公司

9 大庆珑达建工集团有限公司

10 沈阳瀚东市政工程有限公司

11 沈阳恒益建筑工程有限公司

12 沈阳威远建筑工程有限责任公司

13 沈阳东启公路工程有限公司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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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020 年度沈阳市建筑业优秀企业家

获奖名单

（排名不分先后）

序号 姓 名 单位名称

1 张亚龙 东北金城建设股份有限公司

2 金晓刚 沈阳市政集团有限公司

3 慈国强 中国二十二冶集团有限公司第一建筑工程公司

4 汤天鹏 沈阳天地建设发展有限公司

5 翟万全 中国水利水电第六工程局有限公司

6 王清川 辽宁百诚建设有限公司

7 李 鹏 大庆珑达建工集团有限公司

8 薛庆贺 沈阳东启公路工程有限公司

9 王 强 沈阳东启公路工程有限公司

10 邢德利 沈阳威远建筑工程有限责任公司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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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020 年度沈阳市建筑业优秀

项目经理获奖名单

（排名不分先后）

序号 姓 名 单位名称

1 李海龙 辽宁地质工程勘察施工集团有限责任公司

2 王纪龙 上海建工五建集团有限公司

3 杨 军 东北金城建设股份有限公司

4 李 可 东北金城建设股份有限公司

5 张旭东 东北金城建设股份有限公司

6 张 允 东北金城建设股份有限公司

7 王 爽 中建三局集团有限公司

8 郑景懿 中晟升博集团有限公司

9 李 刚 中冶东北建设（沈阳）工程技术有限公司

10 郭 伟 中冶东北建设（沈阳）工程技术有限公司

11 吴侥鹤 中冶东北建设（沈阳）工程技术有限公司

12 黄士波 沈阳天地建设发展有限公司

13 李冬生 沈阳天地建设发展有限公司

14 任占军 沈阳天地建设发展有限公司

15 白银春 沈阳瀚东市政工程有限公司

16 时 超 沈阳瀚东市政工程有限公司

17 周 霞 沈阳瀚东市政工程有限公司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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序号 姓 名 单位名称

18 刘治有 沈阳瀚东市政工程有限公司

19 赵 军 中国二十二冶集团有限公司第一建筑工程公司

20 张晋锋 中国二十二冶集团有限公司第一建筑工程公司

21 李 鹏 沈阳威远建筑工程有限责任公司

22 王海涛 沈阳东启公路工程有限公司

23 郑世刚 沈阳东启公路工程有限公司

24 万美丽 沈阳东启公路工程有限公司

25 秦海龙 中国二十二冶集团有限公司第一建筑工程公司

26 赵 薄 中国二十二冶集团有限公司第一建筑工程公司

27 邹 瑞 中国二十二冶集团有限公司第一建筑工程公司

28 郭巨林 中国二十二冶集团有限公司第一建筑工程公司

29 陈转转 辽宁百诚建设有限公司

30 方 磊 辽宁百诚建设有限公司

31 孙 礼 大庆珑达建工集团有限公司

32 杨润军 大庆珑达建工集团有限公司

33 王福臣 大庆珑达建工集团有限公司

34 杨国君 大庆珑达建工集团有限公司

35 袁志辉 大庆珑达建工集团有限公司

36 王东升 大庆珑达建工集团有限公司

37 陈芳明 大庆珑达建工集团有限公司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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序号 姓 名 单位名称

38 张 健 沈阳市政集团有限公司

39 赵永强 沈阳市政集团有限公司

40 郝凤波 沈阳市政集团有限公司

41 李芳伟 沈阳市政集团有限公司

42 李海瑞 沈阳市政集团有限公司

43 刘晓峰 沈阳市政集团有限公司

44 滕 伟 沈阳市政集团有限公司

45 王丽颖 沈阳市政集团有限公司

46 杨春波 沈阳市政集团有限公司

47 赵 宁 沈阳市政集团有限公司

48 鲍海波 中国二十二冶集团有限公司第一建筑工程公司

49 周 全 中天建设集团有限公司

50
颜万军 沈阳北方建设股份有限公司

51 姜淑敏 沈阳北方建设股份有限公司

52 吴普良 沈阳北方建设股份有限公司

53 郭 宁 沈阳北方建设股份有限公司

54 徐 东 东北金城建设股份有限公司

55 史 磊 东北金城建设股份有限公司

56 岳宏辉 东北金城建设股份有限公司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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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020 年度沈阳市建筑业优秀工程师

获奖名单

（排名不分先后）

序号 姓 名 单位名称

1 吴国师 辽宁地质工程勘察施工集团有限责任公司

2 许达鹏 辽宁地质工程勘察施工集团有限责任公司

3 陈 昊 辽宁地质工程勘察施工集团有限责任公司

4 李勃阳 辽宁地质工程勘察施工集团有限责任公司

5 韩 伟 中建三局集团有限公司

6 于 彬 中晟升博集团有限公司

7 高 生 中冶东北建设（沈阳）工程技术有限公司

8 闫玉鑫 中冶东北建设（沈阳）工程技术有限公司

9 佟凤侠 中冶东北建设（沈阳）工程技术有限公司

10 王 莹 沈阳帝铂建筑工程有限公司

11 李 慧 沈阳帝铂建筑工程有限公司

12 庞德军 中国二十二冶集团有限公司第一建筑工程公司

13 邢 亮 中国二十二冶集团有限公司第一建筑工程公司

14 姚 彬 中国二十二冶集团有限公司第一建筑工程公司

15 李 波 中国二十二冶集团有限公司第一建筑工程公司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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序号 姓 名 单位名称

16 于正靖 中国二十二冶集团有限公司第一建筑工程公司

17 樊志鸿 中国二十二冶集团有限公司第一建筑工程公司

18 张莹莹 中国二十二冶集团有限公司第一建筑工程公司

19 曹世飞 中国二十二冶集团有限公司第一建筑工程公司

20 王 强 沈阳东启公路工程有限公司

21 薛庆贺 沈阳东启公路工程有限公司

22 张 蕊 沈阳东启公路工程有限公司

23 张荣博 沈阳东启公路工程有限公司

24 李洪胜 沈阳东启公路工程有限公司

25 于海东 中国二十二冶集团有限公司第一建筑工程公司

26 闫 海 中国二十二冶集团有限公司第一建筑工程公司

27 程龑玺 中国水利水电第六工程局有限公司

28 王淑莹 中国水利水电第六工程局有限公司

29 刘 拓 中国水利水电第六工程局有限公司

30 焦忠帅 中国水利水电第六工程局有限公司

31 何金星 中国水利水电第六工程局有限公司

32 徐小苹 辽宁百诚建设有限公司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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序号 姓 名 单位名称

33 黎 圣 辽宁百诚建设有限公司

34 周 君 辽宁百诚建设有限公司

35 王保成 大庆珑达建工集团有限公司

36 蔡润硕 大庆珑达建工集团有限公司

37 任国政 大庆珑达建工集团有限公司

38 张 棋 大庆珑达建工集团有限公司

39 潘华东 大庆珑达建工集团有限公司

40 何里涛 大庆珑达建工集团有限公司

41 魏柱全 大庆珑达建工集团有限公司

42 陈芳明 大庆珑达建工集团有限公司

43 王 鑫 中天建设集团有限公司东北分公司


